
 1 

 

 

 

新聞稿 

 

選民對 2008 年立法會選舉 

意見調查結果摘要 

踏入八月，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各種選舉工程都正在密鑼緊鼓地開展，選舉議題

成為了城中一大焦點，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就此於

本月六日開始了一項持續性的電話民意調查，研究選民對今次立法會選舉的關注程

度、投票意欲、議題考慮、候選人條件，與及最多市民關心的地方選區候選人的支持

度等，冀能加深對這些問題的了解。調查會持續進行至九月三日，期間逢週一和週四

將以新聞稿方式公佈調查結果。迄十三日，調查共成功訪問了 1,946 位登記選民，以

這個樣本數向全港推算，百分比的抽樣誤差約在正或負 2.22% 以內（可信度設於

95%）；但要注意的是，當就各選區進行推算時，由於樣本數較少，百分比的抽樣誤差

相應增大，而樣本數越少，誤差也越大。現將八月六日至十三日的調查結果摘要如

下。 

（一）對立法會選舉的關注程度。調查顯示，目前多數選民對這一次立法會選

舉都頗為關心，表示非常關注或頗為關注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受訪選民達 72.2%，不太

關注或完全不關注的只有 26.9%（表一）。在關注的議題上，當要求選民選擇究竟是

關注政治性議題多些，還是民生性議題多些些，接近七七五的的的的民民民的民民

（74.8%），的選選選選選選的選選 9.2%，而而而而民民而而而而的而選 14.7%（表

二），可可民生性議題將是這次選舉的關注焦點，候選人如要爭取更多選民支持，必

須要在民生事務上多下功夫。 

（二）選民的投票意欲。當受訪選民被問及會否於下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投

票時，大多數都表示屆時將會投票，回答一定會的有 63.6%，可能會的也有 23.7%，

至於表示不會投票和還沒有決定的則分別有 9.0% 及 3.7%（表三）。若單從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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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現階段選民對是次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意欲相當高，惟根據往屆數據比較，選前調

查的投票意欲通常只是一種傾向，未必與實際投票率相關。 

（三）選擇候選人時的重要政策議題。調查列舉了十一項目前熱門的政策議

題，要求受訪選民衡量在選擇候選人時那一項議題最為重要。結果顯示，在各項政策

議題中，最多受訪選民選擇的是「壓抑物價上升」（20.6%），其次為「保持香港的

經濟競爭力」（20.5%）及「收窄貧富差距」（13.6%）（表四）。 

（四）對立法會議員表現的滿意程度及選擇候選人時的考慮條件。調查發

現，受訪選民對現任立法會議員的表現普遍都不大滿意，表示頗為滿意或非常滿意的

約有三成多（33.0%），表示頗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則達 58.4%（表五）。至於

在投票前衡量候選人的主要考慮條件，受訪選民最重視候選人「從政同擔任公職經

驗」及「個人背景，如屬專業人士或擁有高等學歷等」，分別佔 38.0% 及 14.9%，反

而「政黨支持」只有 6.4%，居第五位，反映香港選民的政黨認同並不強烈（表

六）。 

（五）認識候選人的渠道。在認識候選人的渠道方面，受訪選民主要通過電視

（27.2%）、報紙（26.9%）和候選人的宣傳物品（20.1%）來認識候選人，透過候選

人助選活動或電台來了解候選人的則不多，分別只有 7.9% 和 5.5%，通過互聯網、親

屬、朋友、同事或雜誌來認識候選人的更是寥寥可數，分別只有 3.7%、1.5%和 0.6%

（表七）。 

（六）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香港島選區）。在港島區方面，暫時以陳淑莊

為首的公民黨名單得到最多選民支持，支持度為 27.3%，其次是以葉劉淑儀為首的獨

立人士名單，支持度有 18.0%，隨後的分別是以曾鈺成為首的民建聯名單、以甘乃威

為首的民主黨名單和公民起動名單的何秀蘭，分別獲 10.6%、9.9%及 5.6%的受訪選

民支持，而獨立人士勞永樂、社民連的曾健成和以林翠蓮為首的自由黨名單得到的支

持度則相對較落後，分別只有 4.7%、1.6%和 0.3%（表八）。 

（七）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九龍西選區）。在九龍西選區方面，以涂謹申

為首的民主黨名單暫時獲得最多受訪選民的支持，支持度為 16.3%。緊隨其後的是以

毛孟靜為首的公民黨名單（12.8%）。而以馮檢基為首的民協名單和以李慧瓊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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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名單均獲 10.6%的選民支持。餘下的名單得到的支持比率都不足一成，分別是

以梁美芬為首的獨立人士名單（7.5%）、以田北辰為首的自由黨名單（6.6%）、以黃

毓民為首的社民連名單（4.8%）和獨立人士劉千石（4.0%）（表九）。 

（八）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九龍東選區）。在九龍東方面，25.8% 的受訪

選民表示將會投票給以梁家傑為首的公民黨名單，其支持度暫時領先。第二位是以黃

國健為首的工聯會名單，支持度為 15.6%。而以李華明為首的民主黨名單（14.8%）

和以陳鑑林為首的民建聯名單（12.7%）則緊隨其後。其餘名單的支持度都相對較

低，如社民連的陶君行和民主黨的胡志偉，其支持度分別只有 3.7% 和 2.5%（表

十）。 

（九）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新界西選區）。新界西方面，由於參選的名單

較多，票源分散，候選人間的競爭也較為激烈。在各張名單中，暫時以譚耀宗為首的

民建聯名單的支持度居首，有 15.5% 的受訪選民表示會投票給他們。居於第二位的

是以何俊仁為首的民主黨名單，支持度為 12.0%。緊隨的幾份候選人名單的支持度則

較為接近，以李卓人為首的職工盟名單和以梁耀忠為首的街工名單都得到 9.2%受訪

選民的支持，而以李永達為首的民主黨名單及周梁淑儀為首的自由黨名單的支持度則

分別為 8.2%和 6.8%。餘下的候選名單得到的支持度都在百分之五以下，包括以張超

雄為首的公民黨名單（4.2%）、社民連的陳偉業（3.8%）、以王國興為首的工聯會名單

（3.8%）、以張賢登為首的民主黨名單（2.0%）、以蔣志偉為首的民協名單（0.8%）

和獨立人士阮偉忠（0.2%）（表十一）。 

（十）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新界東選區）。在新界東選區方面，首兩位候

選名單的支持度較為接近，分別是以劉江華為首的民建聯名單和以湯家驊為首的公民

黨名單，支持度分別是 18.7%和 18.1%。第三和第四位的鄭家富民主黨名單和田北俊

自由黨名單也分別獲得了 12.8%和 12.4%的支持。其餘名單的支持度則相對較為落

後，分別是以黃成智為首的民主黨名單（5.3%）、以劉慧卿為首的前線名單（5.1%）、

社民連的梁國雄（3.4%）、獨立人士龐愛蘭（2.3%）和獨立人士李子榮（0.4%）（表

十二）。 

總括來說，現階段選民頗關注下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而且偏重民生性議題。調

查亦顯示他們的投票意欲頗高，但對現任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卻不大滿意。在選擇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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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受訪選民認為「壓抑物價上升」和「保持香港的經濟競爭力」的議題最為重

要，也較重視候選人有否從政或擔任公職的經驗，與及是否專業人士或擁有較高的學

歷。在認識候選人的渠道方面，受訪選民通常都是通過電視、報紙等傳統媒介來認識

他們，以互聯網等新興媒介來了解候選人的仍是不多。至於投票意向，在港島區暫時

以陳淑莊為首的公民黨名單領先，在九龍西則以涂謹申的民主黨名單居首，在九龍東

以梁家傑為首的公民黨名單暫居第一位，其餘在新界西和新界東得到最多受訪選民支

持的名單則分別是以譚耀宗為首的民建聯名單和以劉江華為首的民建聯名單。 

 

 

對於上述調查結果，如有垂詢，請與副所長王家英教授聯絡（電話：2609 

8784）。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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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一：對立法會選舉的關注程度 

 百分比  

 完全唔關注 3.7 ) 

 唔係幾關注 23.2 ) 26.9 

 幾關注 55.6 ) 

 非常關注 16.6 ) 72.2 

 唔知道／好難講 0.9  

 (樣本數) (1945)  問題：「你對今年九月七日舉行嘅立法會選舉有幾關注呢？」 

 

 

 

表二：關注政治性議題還是民生性議題 

 百分比  

 政治性議題 9.2  

 民生性議題 74.8  

 兩者都不關注 0.4  

 兩者都關注 14.7  

 唔知道／好難講 0.9  

 (樣本數) (1403)  問題：「對你嚟講，今次立法會選舉中你較關注政治性議題多啲，定係民生性議題多啲呢？」    【只問表示關注這次立法會選舉的受訪者】 

 

 

表三：會否於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投票 

 百分比  

 唔會 9.0  

 可能會 23.7  

 一定會 63.6  

 唔知／未決定 3.7  

 (樣本數) (1945)  問題：「我哋想估計一吓今次立法會選舉嘅投票情況，請問你會唔會喺今年九月七日舉行嘅立法會選舉中投票呢？係唔會、可能會，定係一定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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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選擇候選人時最重要的議題立場  

 百分比  壓抑物價上升 20.6  保持香港經濟競爭力 20.5  收窄貧富差距 13.6  改善低收入人士貧困問題 7.9  提高教育質素 6.7  解決醫療融資問題  6.4  支持 2012 年雙普選 6.2  盡快制定最低工資 4.4  督促政府改善城市規劃 3.2  督促政府改善環境保護 2.4  盡快制訂公平競爭法 0.2  

 其他 5.7  

 唔知道／好難講 2.2  

(樣本數)* (1763)  問題：「你覺得以下邊項政策議題立場，對你會選邊個候選人嚟講係最重要呢？」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選民 

 

 

 

 

表五： 對立法會議員表現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非常唔滿意 7.9 ) 

 唔係幾滿意 50.5 ) 58.4 

 幾滿意 32.6 ) 

 非常滿意 0.4 ) 33.0 

 唔知道／好難講 8.6  

 (樣本數)* (1770)  問題：「整體嚟講，你對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嘅表現有幾滿意呢？」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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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選擇候選人時的考慮條件 

 百分比  

 有從政同擔任公職經驗 38.0  

 專業人士或擁有高學歷 14.9  

 能受中央政府接納 10.8  

 現任立法會議員 7.4  

 有政黨支持 6.4  

 年紀較輕（例如不過40歲） 2.6  

 有口才 2.3  

 其他 (如政綱、品行、處事等) 13.1  

 唔知道／好難講 4.5  

 (樣本數)* (1766)  問題：「以下喺一啲立法會候選人嘅個人條件，你覺得邊項條件對你考慮選邊個候選人嚟講係最重要呢？」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選民 

 

 

表七： 認識候選人的渠道  

 百分比  

 電視 27.2  

 報紙 26.9  

 候選人海報單張等宣傳品 20.1  

 候選人助選活動 7.9  

 電台 5.5  

 互聯網 3.7  

 親屬、朋友、同事 1.5  

 雜誌 0.6  

 其他 3.6  

 唔知道／好難講 2.9  

 (樣本數)* (1769)  問題：「你最主要透過以下邊一種途徑認識立法會候選人呢？」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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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傾向（香港島） 【共 6 席】 百分比   公民黨名單：陳淑莊、余若薇等 27.3   獨立人士名單：葉劉淑儀、史泰祖等 18.0   民建聯名單：曾鈺成、蔡素玉等 10.6   民主黨名單：甘乃威、楊森等 9.9   公民起動名單：何秀蘭 5.6   獨立人士名單：勞永樂 4.7   社民連名單：曾健成 1.6   自由黨名單：林翠蓮、王錦泉等 0.3   獨立人士名單：黎志強 0.3   獨立人士名單：蕭敏華 0.0  

 未決定／拒答 21.7  

 (樣本數)* (322)  問題：「我哋想知道一吓港島區選民現階段嘅投票傾向，假如聽日就係立法會地區選舉，你會投以下邊張參選名單呢？【讀出隨機顯示次序的所有參選名單】」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港島區選民 

 

 

表九：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傾向（九龍西） 【共 5 席】 百分比   民主黨名單：涂謹申、林浩揚 16.3   公民黨名單：毛孟靜、伍月蘭等 12.8   民建聯名單：李慧瓊、鍾港武等 10.6   民協名單：馮檢基、莫嘉嫻等 10.6   獨立人士名單：梁美芬、梁偉權等 7.5   自由黨名單：田北辰、何顯明 6.6   社民連名單：黃毓民、李偉儀 4.8   獨立人士名單：劉千石 4.0   獨立人士名單：莊永燦 0.0   南方民主同盟名單：龍緯汶、韋世民 0.0   獨立人士名單：林依麗 0.0   獨立人士名單：柳玉成、蔣潔鳳等 0.0   環保觸覺名單：譚凱邦 0.0  未決定／拒答 26.9  

 (樣本數)* (227)  問題：「我哋想知道一吓九龍西選民現階段嘅投票傾向，假如聽日就係立法會地區選舉，你會投以下邊張參選名單呢？【讀出隨機顯示次序的所有參選名單】」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九龍西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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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傾向（九龍東） 【共 4 席】 百分比   公民黨名單：梁家傑、余冠威等 25.8   工聯會名單：黃國健、陳婉嫻等 15.6   民主黨名單：李華明、計明華等 14.8   民建聯名單：陳鑑林、黎榮浩等 12.7   社民連名單：陶君行 3.7   民主黨名單：胡志偉 2.5  未決定／拒答 25.0  

 (樣本數)* (244)  問題：「我哋想知道一吓九龍東選民現階段嘅投票傾向，假如聽日就係立法會地區選舉，你會投以下邊張參選名單呢？【讀出隨機顯示次序的所有參選名單】」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九龍東選民 

 

 

表十一：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傾向（新界西） 【共 8 席】 百分比   民建聯名單：譚耀宗、張學明等 15.5   民主黨名單：何俊仁、許智峯等 12.0   職工盟名單：李卓人、譚駿賢 9.2   街工名單：梁耀忠、黃潤達 9.2   民主黨名單：李永達、王雪盈等 8.2   自由黨名單：周梁淑怡、周永勤 6.8   公民黨名單：張超雄、陳琬琛等 4.2   社民連名單：陳偉業 3.8   工聯會名單：王國興、麥美娟等 3.8   民主黨名單：張賢登、鄺俊宇 2.0   民協名單：蔣志偉、楊智恒 0.8   獨立人士名單：阮偉忠 0.2   獨立人士名單：鄒秉恬 0.0   藍英同盟名單：梁雪芳等 0.0  

 未決定／拒答 24.5  

 (樣本數) (502)  問題：「我哋想知道一吓新界西選民現階段嘅投票傾向，假如聽日就係立法會地區選舉，你會投以下邊張參選名單呢？【讀出隨機顯示次序的所有參選名單】」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新界西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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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選民現時的投票選擇傾向（新界東） 【共 7 席】 百分比   民建聯名單：劉江華、陳克勤等 18.7   公民黨名單：湯家驊、曾國豐等 18.1   民主黨名單：鄭家富、任啟邦等 12.8   自由黨名單：田北俊、簡永輝等 12.4   民主黨名單：黃成智、莫兆麟 5.3   前線名單：劉慧卿、柯耀林 5.1   社民連名單：梁國雄 3.4   獨立人士名單：龐愛蘭 2.3   獨立人士名單：李子榮 0.4   港人民權民生黨名單：蕭思江、容超榮 0.0  未決定／拒答 21.5  

(樣本數) (475)  問題：「我哋想知道一吓新界東選民現階段嘅投票傾向，假如聽日就係立法會地區選舉，你會投以下邊張參選名單呢？【讀出隨機顯示次序的所有參選名單】」 

* 樣本數已減去表示不會投票的受訪新界東選民 

 


